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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介绍 

1.1 产品部署环境 

电力专用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安置在电力控制系统的内部局域网与电力调度数据网

络的路由器之间，用来保障电力调度系统纵向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数据机密性、完整性和

真实性。 

按照“分级管理”要求，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部署在各级调度中心及下属的各厂

站，根据电力调度通信关系建立加密隧道（原则上只在上下级之间建立加密隧道），加

密隧道拓扑结构是部分网状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表 1 加密网关部署示意图 

1.2 产品外观与结构 

NetKeeper-2000 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是南瑞信息系统分公司研制的新一代高性能纵

向加密认证网关。NetKeeper-2000 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在网络环境接入的适应性、

数据加密性能、网络吞吐率、系统高可靠性保障技术等方面代表了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

发展趋势，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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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NetKeeper-2000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百兆低端型 

 

图表 2-2  NetKeeper-2000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百兆型 

 

图表 2-3  NetKeeper-2000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千兆型 

NetKeeper-2000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硬件结构如下图所示，硬件系统基于高性能

RISC 体系架构，主板集成 5 个以太网接口；串口用于对纵向加密认证网关进行监控管

理，高性能电力专用密码卡单元（内嵌电力专用密码算法和 RSA公私密钥算法）对网络

通信数据进行加密与认证；双机接口支持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双机热备和链路冗余备

份，避免重要数据的丢失；硬件看门狗实时监控系统状态，保证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稳定、

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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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硬件结构图 

加密网关的前面板图有 8 组指示灯，分别是双电源指示灯（POWER）、告警指示灯

（ALARM）、读写器指示灯（ICSTA/ICACT）、加解密指示灯（ENCSTA/ENCACT）、五组网络

接口指示灯（FE0-FE4SPD/LNK/ACT）。电源指示灯标识双电源的工作状态，红灯亮表示

电源模块工作正常；告警灯亮并伴有声音告警表示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受到异常网络攻击

或者处于非稳定工作状态，管理员可以通过日志信息综合判断网关的工作情况；加解密

ENCSTA灯亮表示电力专用数据密码卡处于正常状态，加解密 ENCACT灯闪烁表示密码卡

正在加解密数据；智能读写器 ICSTA灯亮表示读写器处于正常状态，ICACT灯闪烁表示

数据正在被读取。五组网络接口 LNK灯亮表示网卡与网络正确连接，网络接口 ACT 灯闪

烁表示网卡正在接收或发送数据。 

加密网关的后面板图设计有双电源，有一个电源作为主电源供电，另一个做辅电源

备份，这种设计可以有效地提高电源工作的可靠性及延长整个系统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

间，最右边是电源开关 1，然后是电源插座 1，电源开关 2，电源插座 2；Console 口用

来对加密网关进行监控；5个网口（FE0—FE4）可以灵活配置为内网接口或外网接口。 

二、产品分发与安装 

NetKeeper-2000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完整的产品分发包包括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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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使用本产品时，应先检查硬件产品是否具有 NARI 标志，外观是否有损坏现象。

如有以上现象，请勿使用并及时与我公司取得联系，处理相关事宜。为了保障产品稳定、

可靠的运行，请用户不要私自打开纵向加密认证网关机箱。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随机带有配置软件光盘、一根网络配置线、一根串口配置线，配

置软件可以安装在 Windows2000/XP/NT/9x 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注：配置计算机必须

要有 java运行环境支持）。安装完成后，启动配置管理软件，软件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4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配置软件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用于安全区 I/II 的广域网边界保护，网关部署对应用完全透明。

通过加密网关的内网接口和外网接口，分别与内部局域网和外部广域网连接，为网关机

之间的广域网通信提供具有认证、加密功能的 VPN，实现数据传输的机密性、完整性保

护。用户可以通过配置管理程序对加密网关进行相应的设置，具体的配置管理请参见下

节。 

三、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配置管理 

3.1 系统初始化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投入使用前，需要进行设备的初始化操作，初始化操作内容包括

安装调度证书服务系统根证书、装置管理系统证书、本装置的主备操作员证书、与本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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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信的对端设备证书以及本装置的设备私钥。上述证书由调度证书服务系统生成并签

名，存储在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安全存储区中。 

3.1.1 通信初始化 

1) 将本地配置计算机地址设置为 11.22.33.43, 掩码为 255.255.255.0 ，用随机附带的网

络配置线（交叉线）连接到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配置接口(eth4)。 

2) 启动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配置软件，出现如下的软件主界面： 

 

图表 3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配置软件启动界面 

点击用户登录—〉连接网关，软件系统会自动和加密网关服务程序建立连接。 

 

图表 6 登陆装置 

3）成功连接后，系统会提示输入 pin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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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PIN 码验证 

4）系统登陆成功后,所有菜单都激活,可以配置. 

 

图表 8 系统认证通过后的配置界面 

3.1.2 初始化 

下面结合电力二次系统实际情况对初始化的过程进行描述： 

 

图表 9 系统初始化的配置界面 

1. 导入调度 CA根证书。 

2. 导入网省调的根证书（二级 CA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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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入与本装置通信的对端节点设备证书。 

4. 导入装置管理系统证书。 

以上的步骤，第 1、3 部是初始化过程必须的操作，不可忽略，其它的操作步骤由

用户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1) 点击密钥管理  “初始化网关”，生成装置公私密钥对。如下图所示。 

 

图表 10 加密网关初始化界面 

加密卡密钥生成成功后提示成功信息,然后可以生成加密卡的证书请求(装置的证书请

求). 

2) 制作加密网关设备证书请求文件。点击密钥管理  “初始化网关”，则弹出填写

设备证书请求的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图表 11 生成证书请求 

 主体名称：加密网关的唯一标识，建议采用装置所在厂站名 

 组织名：GDD（默认） 

 所在地名称：厂站所在地名称 

中国：CN（默认） 

   单位代码：签发单位名称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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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说明填写后，点击“生成证书请求”按钮，将生成的证书请求文件保存在

本地安全存储介质中并提交给调度证书管理系统进行签发。具体签发过程请参见 3.2

节证书申请。  

证书请求生成成功后后弹出成功信息,紧接着下载证书请求到配置机器上. 

 

图表 12 CSR 生成提示 

 

图表 13 文件下载目录 

 

图表 14 CSR 下载成功提示 

3) 导入调度 CA 的根证书。这是后续对其它实体证书进行验证的基础，点击密钥管理

—〉“证书管理”，则主界面会转入证书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选择上传证书 系

统会弹出上传证书界面如图 12 所示，选择证书类型为一级证书并导入，则系统会

提示成功验证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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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上传证书 

4) 导入中级 CA证书(网省调证书)。操作方法同上. 

5) 导入主备操作员证书。操作方法同上. 

6) 导入装置管理系统证书。操作方法同上. 

7) 导入和本地加密网关通讯的对端设备证书。操作方法同上.     

导入全部证书后，点击  重新检验系统的初始化工作。先插入密钥管理卡，并进

行登陆，系统会检查当前的初始化状态，判断装置是否正确初始化，并提示用户。 

 

图表 16 初始化完成后的证书界面 

3.2 证书申请 

在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初始化的过程中，需要将生成的加密网关证书请求文件提交给

电力调度证书服务系统进行签发，生成网关设备证书。具体流程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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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网关生成证书请求文件后，将证书请求文件以可存储介质形式拷贝到各级调度

证书系统上（国调、网调、省调），并以系统 “录入员” 身份用 UsbKey 登陆证书系统；

选择 “导入证书请求信息” 按钮，点击 “导入” 按钮，则将请求信息输入到证书系

统，根据电力证书系统操作规范的流程，经由“审核员” 审核，“签发员” 签发出设

备证书和操作员证书。 

 

图表 17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证书请求信息录入与制作 

注：在不具备调度证书系统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配套光盘里的专用证书工具签发证书。

具体使用请参考附录一《证书签发说明》 

3.3 安全管理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安全管理包括证书管理、远程监控等。 

3.3.1 证书管理 

装置在初始化和正常工作状态下，用户均可对装置的证书列表进行查询，以便对当

前合法的证书列表进行管理。单击“密钥管理”—〉“证书管理”，进入证书管理界面后

单击下载证书列表 ，如下所示。 

 

图表 18 证书下载等待信息 

证书文件列表导出后，加密网关配置管理程序会自动解析信息并且显示在当前证书

管理界面上，如下图所示。（表示当前加密网关已经配置了 CA 根证书，主、备操作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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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已经基本完成了初始化，处于工作状态。） 

 

图表 19 加密网关证书管理界面 

选中目标证书，并点击 “察看证书” 按钮，则会显示证书详细信息，如下图

所示。此时证书被下载到配置程序安装目录下的 config文件夹.同样，选中目标证书，

并点击“删除证书”  按钮，将删除对应证书。 

 

图表 20 证书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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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  证书编码信息 

3.3.2 远程监控 

根据电力二次系统安全防护的规定和纵向加密认证装置的管理体制，加密认装网关

支持远程集中监控管理。装置管理系统（管理中心）为调度中心所辖的加密认证装置提

供远程安全管理服务。调度中心的加密装置及下属的加密装置由装置管理系统直接管

理。此时，装置管理系统(管理中心)与加密装置是网络上通信的实体。装置管理系统通

过经过认证加密的管理报文实现对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监测。具体的监控内容及装

置管理系统的使用见《纵向加密认证网关装置管理系统用户使用手册》 

3.4 安全策略配置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位于电力控制系统的内部局域网与电力调度数据网络的路由器

之间，为透明安全防护装置。网关的内网接口连接内部局域网，外网接口连接数据网，

每个网络接口可以设置一个或者多个虚拟地址。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安全策略设置主要

包括系统配置、IP 地址配置、IP 路由，VLAN，规则，隧道信息，管理信息等。主配置

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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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  主配置界面 

主配置界面左侧的编辑功能键描述如下，在其他的信息配置界面中编辑功能键的作用类

似，下文中只以相应的图标加以表示,具体功能不再赘述。 

：打开配置或新建配置文件 

：保存配置 

：另存配置将配置信息保存至本地 

：上传配置信息至装置 

：下载装置配置信息到本地 

：建立新的配置信息 

：删除相关的配置信息 

：复制资源 

：粘贴资源 

：编辑资源 

3.4.1 系统信息配置 

系统配置主要配置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系统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系统名称：装置的名称，便于远程标识装置的基本信息。 

网关地址：加密网关的外网地址或者外网卡上用于被管理或审计所设置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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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地址：远程的装置管理系统、日志审计系统或者远程调试计算机的网络地址。 

系统类型：包括装置管理、日志审计、远程调试 

证书：在系统类型配置为装置管理时必须配置相应的装置管理的证书名称 

在这个界面中可以对装置系统信息作一系列操作例如：增加、修改、删除、上传、

下载等。 

点击“规则配置”-〉“系统管理”，选中某一条系统信息规则之后点击 （编辑

资源），若原先没有相应的网络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源）并将其选中后点

击编辑资源进入具体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23  装置系统配置信息 

3.4.2 网络信息配置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共有 5 个以太网接口，其中任意网口都可以设置成内网口或者外

网口。在实际的配置中，需要对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的网络接口配置虚拟地址以便和内外

网进行通信，内外网虚拟地址可以为相同网段，也可以为不同网段。 

在网络信息配置界面中可以对装置网络信息作一系列的配置如：增加、修改、删除、

上传、下载等。 

点击规则配置—〉“网络配置”进入配置主界面之后选中相应的网络配置信息点击

（编辑资源），若原先没有相应的网络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源）再点击

编辑资源进入网络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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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4 装置地址配置 

网络接口：为所要配置的装置网口的名称，例如 eth0/eth1 等 

接口类型：为装置网口的类型，分别有 PRIVATE（内网口）、PUBLIC（外网口）、

BACKUP（互备口）、CONFIG（配置口）、BRIDGE（桥接口） 

IP 地址：为所要配置网口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为所要配置网口的掩码 

接口描述：为所要配置网口的相关描述信息 

VLANID：为所要配置网口的 VLAN ID 信息 

3.4.3 路由信息配置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需要对加密和解密过的 IP 报文进行路由选择，路由配置信息针

对加密网关的内外网虚拟地址，通过路由地址关联内外网的网络地址信息。 

在这个界面中可以对装置路由信息作一系列的配置例如：增加、修改、删除、上传、

下载等。 

点击规则配置—〉“路由配置”进入路由配置界面，之后选中相应的路由配置信息

点击 ，若原先没有相应的路由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源）再点击编辑资

源进入路由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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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  路由信息配置 

路由名称：路由信息的名称描述 

网络接口：要用到路由的出口网卡的名称一般为外网口。 

目的网络：要实现通信的外网侧的所在网段。 

目的掩码：为路由信息的目的网络地址的子网掩码。 

网关地址：加密网关的外网口通信地址 

  VLANID:为所要配置的网口 vlan 信息。  

3.4.4 隧道配置 

隧道为纵向加密认证网关之间协商的安全传输通道，隧道成功协商之后会生成通信

密钥，进入该隧道通信的数据由通信密钥进行加密，隧道可以设置隧道周期和隧道容量，

当隧道的通信时间达到指定传输周期后或者数据通信量达到指定容量后，加密网关之间

会重新进行隧道密钥的协商，保证数据通信的安全。 

点击规则配置—〉“隧道配置”进入隧道配置界面，之后选中相应的隧道配置信息

点击 ，若原先没有相应的隧道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源）再点击编辑资

源进入隧道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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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隧道配置 

隧道名称:隧道的相关描述。 

隧道 ID: 隧道的标识，关联隧道的所有信息。 

隧道模式:隧道模式分为两类：加密、明通。明通模式下，隧道两端装置不进行密

钥协商，隧道中的所有数据只能通过明通方式（但可以对数据包进行安全

过滤与检查，即只有配置了相关的通信策略的数据传输才能通过装置，否

则装置会将不合法的报文全部丢弃）进行传输；加密模式下，隧道中的数

据报文会根据协商好的密钥将相关通信策略的数据报文进行封装和加密，

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隧道本端地址：为本端隧道的地址，即本侧加密网关的外网虚拟 IP 地址。 

隧道对端主地址：为对端隧道的主地址，即对端加密网关（主机）的外网虚拟 IP 

地址。 

主装置证书名称：对端主隧道的证书名称。对端加密网关的主设备证书名称需与初

始化导入的对端加密网关证书名称一致。 

隧道对端备地址：为对端隧道的备用地址，即对端加密网关（备机）的外网 

虚拟 IP 地址。如果对端无备用装置，则隧道备地址为 0。 

备装置证书：对端备隧道的证书名称。对端加密网关的备设备证书名称需与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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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对端备加密网关证书名称一致 

隧道周期：隧道密钥的存活周期（以小时为基本计量单位）。超过设定的存 

活周期，装置会自动重新协商密钥。 

隧道容量：为隧道内可加解密报文总字节数的最大值，在隧道内加解密报文 

的总字节数一旦超过此值，隧道密钥立刻失效，装置会自动重新协商密钥。 

3.4.5 策略配置 

加密通信策略用于实现具体通信策略和加密隧道的关联以及数据报文的综合过滤，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具有双向报文过滤功能，与加密机制分离，独立工作，在实施加密之

前进行。过滤策略支持： 

源 IP 地址（范围）控制； 

目的 IP 地址（范围）控制； 

源 IP（范围）＋目的 IP 地址（范围）控制； 

协议控制； 

TCP、UDP 协议＋端口（范围）控制； 

源 IP 地址（范围）＋TCP、UDP 协议＋端口（范围）控制； 

目标 IP 地址（范围）＋TCP、UDP 协议＋端口（范围）控制。 

点击“规则配置”—〉“策略配置”进入策略配置界面，之后选中相应的策略配置

信息点击 ，若原先没有相应的策略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源）再点击编

辑资源进入策略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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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7  策略配置 

注意：如果对端纵向加密认证网关存在备机，应该配置两条相同的策略，只是关联的

隧道 ID 不同。 

隧道 ID：为隧道配置中设定的隧道 ID 信息。通过此信息，可以将策略关联 

到具体的隧道,以便对需要过滤的报文进行加解密处理。 

工作模式：工作模式分为明通、加密或者选择性保护。 

源起始地址和源目的地址：本端通信网段的起始和终止地址，如果为单一通 

信节点，则源起始地址和源目的地址设置为相同。 

目的起始地址和目的终止地址：对端通信网段的起始和终止地址，如果为单 

一通信节点，则目的起始地址和目的终止地址设置为相同。如果对端网关启 

用地址转化功能，则目的地址为对端网关的外网虚拟 IP 地址。 

协议：支持 TCP、UDP、ICMP 等通信协议。 

传输方向：此配置字段可以控制数据通信的流向，分为内->外、外->内和双 

向。 

源起始端口和源终止端口：通信端口配置范围在 0－65535 之间。 

目的起始端口和目的终止端口：通信端口配置范围在 0－65535 之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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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进程的服务端，起始和终止端口可配置为相同。 

 

3.4.6 地址转换配置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系统支持地址转换（地址伪装、源地址转换和目的地址转换），

保护内网私有地址。  

加密网关开启 IP 伪装功能时，当数据包经过加密网关发送到外部网络时，会将数

据包的源地址改变成加密网关的外网虚拟地址，而经过转换的数据包可以在外网中完整

路由。此时内网地址为需要地址转换的内网网络地址，外网地址为伪装地址。 

有时候内网私有地址对外提供网络服务，为了保证内网资源的安全，这时可以将内

网的网络服务映射到加密网关的外网虚拟地址上，外网用户可通过访问加密网关的外网

虚拟地址的服务达到访问内网服务的目的。在这种转换方式下，需要开启加密网关的目

的地址转换功能。 

点击“规则配置”—〉“地址转换”进入地址转换配置界面，之后选中相应的地址

转换配置信息点击 ，若原先没有相应的地址转换信息规则可以先点击 （新建资

源）再点击编辑资源进入地址转换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28 地址转换配置 

NAT 描述：地址转换信息的描述 

类型选择：选择地址转换的类型具体类型有源地址转换、目的地址转换，地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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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网地址：为提供服务的内网主机地址 

内网端口：为内网服务端口 

外网地址：为加密网关的外网虚拟地址 

外网端口：为内网服务端口的映射 

网络接口：配置地址转换的网络接口名称 

3.4.7 桥接配置（多进多出配置） 

多进多出工作模式其作用就相当于一个局域网交换机，可以实现将装置的某几个网

卡虚拟成一个网卡和外界通信，用户可以将虚拟网卡当成具体的网卡来使用，可以在隧

道配置中设置相应的规则，以虚拟网卡地址和对端的加密装置协商从而实现多入多出的

通信，相关的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 

 

图表 29 桥接示例 

具体配置如下： 

进入网桥配置界面，点击编辑资源 ，进入具体网桥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30  桥接网络接口选择 

可以将某几个网卡（装置共有 7 个网卡可以使用）加入到一个虚拟网卡中，点击确

认保存之后，虚拟网卡的名字就即可在以后的配置中使用。例如在配置网络信息时可以

为虚拟网卡设置相应的网络地址信息。在网络配置界面中将网络接口设成 BRIDGE，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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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描述为虚拟网卡的名称，配置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31  桥接配置信息 

3.4.8 MAC 地址绑定 

在网络管理中，IP 地址盗用现象经常发生，不仅对网络的正常使用造成影响，同

时由于被盗用的地址往往具有较高的权限，因而也对用户造成了大量的经济上的损失和

潜在的安全隐患。为了防止 IP 地址被盗用，可以在代理服务器端分配 IP 地址时，把 IP

地址与网卡地址进行捆绑。 

MAC 地址绑定模块用于实现将具体的通信地址和网卡绑定，只允许相应的 mac 地

址的网卡使用某个 IP 地址和外界通信，如果更换网卡就必须重新进行相应的配置。 

具体配置如下： 

点击规则配置“ARP 绑定”进入 MAC 绑定的主操作界面，界面中有 IP 地址和 MAC

地址选项，IP 地址中填入相应地址，MAC 地址中填入路由接口的地址实现 ARP 绑定.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 NetKeeper-2000 用户手册 

  - 28 - 

3.5 信息查询 

3.5.1  隧道管理 

 

图表 32  隧道列表示意图 

加密网关配置管理软件可以实时浏览装置的隧道信息,只要点击左侧的更新 按

钮. 隧道信息按照列表和图标两种显示方式方便用户审阅.选中某个隧道后可以通过重

置 按钮,对隧道重置,让其重新协商. 

   ID: 隧道的 ID 信息; 

 状态:  隧道正常 ,  隧道异常; 

 热备: 对端装置是主机 对端装置是备机; 

 统计信息:  

 

图表 33 隧道拓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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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链路管理 

加密网关配置管理软件实时显示装置链路信息,链路的状态和链路的统计信息。用

户只需点击左侧的更新 按钮就可以实时查询链路信息. 

ID:按照顺序标记链路的记数； 

协议:链路的协议,目前只支持 TCP,UDP,ICMP 三种； 

状态:  链路状态正常 ,  链路状态异常,其中异常主要针对 TCP 协议,一旦出

现三步握手没有成功则显示链路异常。 

源地址和源端口：装置所在内网侧应用信息 

目的地址和目的端口:装置所在外网侧应用信息 

  统计信息:IN 为内向外报文个数, OUT 为外向内报文个数 

 

图表 34 链路实时浏览 

3.6 系统调试 

3.6.1 网关硬件诊断 

加密网关内嵌电力专用密码模块和智能 IC 接口模块，为了排查加密网关系统有可

能出现的数据通信错误，配置管理软件提供了对数据加密模块和智能读写器设备的调试

诊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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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密单元设备调试 

点击工具栏中的“加密卡调试”，则出现下面的界面，选择硬件类型中的” 

加密卡硬件”,点击“测试”，加密网关自动对加密单元进行检测，测试结果 

显示到调试界面上。 

 

图表 35 加密单元测试界面 

2) 智能 IC 卡单元测试 

点击硬件测试的 IC 卡测试按钮，加密网关自动对智能 IC 读写器单元进行检测，测

试结果显示到调试界面上。 

 

图表 36  智能 IC 卡调试界面 

如果提示测试失败，请检查您的卡片是否插到位，面板上的 CRW 读卡器指示灯是

否正常闪烁，如果在测试过程中，CRW 灯不闪烁，请与我们及时联系。 

3.6.2 SPING 调试 

SPING 调试用于确认和对端加密网关的连通情况，在 SPING 调试界面中输入对端

加密网关的外网虚拟 IP 地址、测试次数和时间，点击“开始”，网关自动探测对端装置

并返回测试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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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  SPING 诊断 

3.7 日志管理 

加密网关具备专用安全日志存储单元，可以对装置日志进行审计。点击导航栏或者

菜单中的“日志审计”，则将从装置中载入加密日志并自动解密分析其内容，为安全审

计提供基础数据源，如下图所示。点击 可以刷新当前页面，点击 可以审计历史

日志。 

 

图表 38 日志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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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配置备份和恢复 

加密网关配置备份模块用于将装置中的相关配置信息备份至本地，配置恢复模块用

于将本地的配置文件同步更新到加密网关中，具体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39 配置导出和导入 

点击“规则包导出”选择相应的保存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表 40 选择备份目录 

保存成功后回弹出保存成功对话框，在所选择目录下生成相应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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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 成功备份文件 

四、典型应用环境配置案例 

4.1 明通模式配置 

当对端通信节点没有部署加密网关时，可以采用明通模式。此时加密网关具备硬件

防火墙的基本功能，只转发配置通信策略的报文实现报文过滤，但数据不能进行加密保

护，明通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加密网关配置如下。 

 

图表 42 明通模式拓扑图 

4.1.1 系统配置 

 

图表 43 明通模式-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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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网络配置 

 

图表 44 明通模式-网络配置  

4.1.3 路由配置 

 

图表 45  明通模式-路由配置 

4.1.4 隧道配置 

 

图表 46 明通模式-隧道配置 

注意：由于对端无加密网关，因此对端主、备隧道地址为 0，隧道模式为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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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策略信息配置 

 

图表 47 明通模式-策略配置 

注意：由于对端无加密网关，因此策略配置中策略模式选择为明文。 

4.2 路由配置 

纵向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部署在各级调度中心及下属的各厂站，根据电力调度通信关

系建立加密隧道，典型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策略配置以加密网关 2 为例。 

 

图表 48 路由配置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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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系统配置 

 

图表 49 路由模式-系统配置 

4.2.2 网络配置 

 

图表 50 路由模式-网络配置 

4.2.3 路由配置 

 

图表 51 路由模式-路由配置 

4.2.4 隧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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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2 路由模式-隧道配置 

4.2.5 策略配置 

 

图表 53 路由模式-规则配置 

4.3 VLAN 环境配置 

加密网关支持 VLAN 接入，典型配置拓扑如下图所示。交换机上划分了两个 VLAN

网段（VLAN 10/VLAN 20），在路由器与交换机相连的端口划分子端口，使子端口与交

换机上的 VLAN通过 802.1Q建立对应通信关系。通信节点 B位于交换机的 VLAN10网段。

策略配置以加密网关 2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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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4 VLAN环境网络拓扑 

4.3.1 系统配置 

 

图表 55 VLAN环境-系统配置 

4.3.2 网络配置 

 

图表 56 VLAN环境-网络配置 

注意：此处需要配置网络的 VLAN ID。 

4.3.3 路由配置 

 

图表 57 VLAN环境-路由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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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隧道配置 

 

图表 58 VLAN环境-隧道配置 

4.3.5 策略配置 

 

图表 59 VLAN环境-规则配置 

4.4 NAT 模式配置 

纵向加密认证网关系统支持 NAT 地址转换（地址伪装和目的地址转换），保护内网

私有地址，典型网络拓扑如下图所示。加密网关 1 启动地址转化功能，策略配置以加密

网关 1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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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0 NAT环境网络拓扑 

4.4.1 系统配置 

 

图表 61 NAT模式－系统配置 

4.4.2 网络配置 

 

图表 62 NAT模式－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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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路由配置 

 

图表 63 NAT模式-路由配置 

4.4.4 隧道配置 

 

图表 64 NAT模式-隧道配置 

4.4.5 地址转化配置 

需要配置两条 NAT 规则，一条规则为地址伪装规则，用于对本端发出去的报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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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址伪装匹配，另一条规则为端口映射规则，用于对端访问本端内网提供的网络服务。 

1) 源地址转化（地址伪装）规则 

 

图表 65 NAT 模式-源地址转化配置 

2) 目的地址转化（端口映射）规则 

 

 

图表 66 目的地址转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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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策略配置 

 

 

图表 67 NAT模式-策略配置 

4.5 网桥模式配置 

当加密网关具备多进多出功能时，需要对装置的网桥模式进行配置。典型拓扑如下

所示，假设加密网关 1 启动网桥功能，策略配置以加密网关 1 为例。 

192.168.0.1 192.168.0.2 192.168.0.3 10.144.98.1

192.168.0.4

192.168.0.4

10.144.98.252

10.144.98.252加密网关1
加密网关2

 

图表 68 网桥模式网络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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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系统配置 

 

图表 69 网桥模式-系统配置 

4.5.2 桥接配置 

 

图表 70 网桥模式-桥接接口配置 

这里将装置的 eth0、eth1、eth2 划分在一个桥接组中，定义虚拟网卡名称为 mybridge，

保存后的界面如下图，网卡 ID 是根据用户选择的各个网卡所得到的一个值。 

 

图表 71  网桥模式-网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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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网络配置 

设置网络接口为 BRIDGE，接口类型为 PRIVATE，接口描述为桥接配置中设置的

虚拟网卡的名称 mybridge；将 eth3 设置为外网口并配置相应的 ip 地址，接口描述和类

型为 PUBLIC，具体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表 72 网桥模式-内网网络配置 

 

图表 73 网桥模式-外网网络配置 

 

图表 74 网桥模式-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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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路由配置 

 

图表 75 网桥模式-路由配置 

路由接口选择 eth3，网关地址为 192.168.0.254（图中没有看到），由路由器完成不

同网段之间的数据转发。 

4.5.5 隧道配置 

 

图表 76 网桥模式-隧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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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策略配置 

 

图表 77 网桥模式-策略配置 

配置相应的通信规则，将加密网关 1 内网侧的通信机器的具体通信放开实现通信 

上述为桥接模式的配置策略且内网侧的机器都在同一网段。当内网侧的机器不在同

网段时可以分别选择不同的网口作为内网口并设置相应的地址经由外网口路由发出，同

样可以实现多进多出的功能。 

4.6 借用地址配置 

在实际的网络接入环境中，用户从安全考虑将网络地址子网掩码设置为

255.255.255.252,共 4 个地址，如下图所示。由于网络地址、广播地址占用两个地址，所

以加密网关没有办法配置可用的虚拟地址，为此需要进行借用地址配置。 

192.168.0.1/255.255.255.252 192.168.0.2/255.255.255.252

192.168.0.4/255.255.255.248

 

图表 78 借用地址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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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网络配置 

 

图表 79 地址借用-网络配置 

4.6.2 MAC 地址绑定配置 

 

图表 80 地址借用-ARP 绑定配置 

MAC绑定的作用就是从装置发出的报文通过MAC绑定,在不发送ARP地址请求的

前提下进行报文的直接发送。 

 

4.7 双机配置 

下图为某现场的双机工作网络拓扑,双机位于不同的网段.同时要求双机支持流量负

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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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1 双机工作拓扑图 

从上图的配置可以看出此时装置在 VLAN 环境下借用地址,并且支持双机.  

双机主备对等,所以其双机配置一样. 

4.7.1 网络配置 

 

图表 82 双机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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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MAC 地址绑定配置 

 

图表 83 双机 MAC 地址绑定配置 

4.7.3 隧道配置 

 

图表 84 双机隧道配置 

5 系统指标 

5.1 硬件指标 

外形：标准 1U 

网络接口:5个百兆网卡接口 

外设接口：1个终端接口(RS232) 

电源接口：双电源接口 

规格： 

 材料：重负荷钢 

 散热：两个 35毫米的散热风扇，带空气过滤网 

 指示器：LED 电源指示灯﹑安全隔离设备状态指示灯﹑网络适配

器状态指示灯 

 尺寸(长×宽×高):350.1×430×40.3毫米 

 重量：3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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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输入电压：220V AC±20% 

 输入频率：47～63HZ 

 电源功耗：25W 

 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60000 小时(100%负荷)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10°-55° 

 存储温度：-20°-80° 

 工作湿度：5～95%，非冷凝 

 存储湿度：5～95%，非冷凝 

5.2 性能指标： 

1、100M LAN 环境下，明文数据包吞吐量 95Mbps（100 条安全策略、1024 字节报

文长度） 

2、100M LAN 环境下，密文数据包吞吐量 20Mbps（100 条安全策略、1024 字节报

文长度） 

3、最大并发加密隧道数：200 条 

4、100M LAN 环境下，加密隧道建立延迟＜1s 

5、数据包转发延迟：＜2ms （50％密文数据包吞吐量） 

6、满负荷数据包丢弃率：0 

附录 1:证书签发说明（V1.0） 

1. 将纵向加密认证网关配套光盘证书文件下的 openssl 目录放到 C:\Program Files\ 文

件夹内。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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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5 证书签发工具结构 

2. CA 目录说明 

CA 目 录 存 放 CA 的 证 书 与 私 钥 ， 其 中 CA 证 书 存 储 在 C:\Program 

Files\openssl\CA\CAcert.pem 文件中， CA 公私密钥对加密存储在 C: \Program 

Files\openssl \CA\private\CAkey.pem 文件中。保护私钥的通行码为 123456。 

3. 签发证书 

将加密网关的证书请求文件放在 C:\Program Files\openssl\CA\temp 目录下并改名为

newreq.pem，然后执行 netkeeper.bat sign 脚本（在 Windows 命令行下运行），按照提

示进行证书签发。签发完成的证书文件为 newcert.pem。 

1) 运行 netkeeper.bat sign 脚本。 

 

图表 86 证书签发脚本 

2) 输入证书验证码证书 

在弹出的命令窗口中按照如下提示进行操作，其中 Enter pass phrase for 

CAkey.pem 的口令为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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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7 证书签发 

3) 签发证书 

在 Sign the certificate?〔y/n〕命令行选 y；commit?〔y/n〕命令行选 y,完成证书

签发工作。签发完成的证书文件为 C:\Program Files\openssl\CA\temp\newcert.pem。 

 

图表 88 证书签发成功 

4) 最后的工作 

将生成的 newcert.pem 改名为需要的文件名（如 test80.pem 等），导入到与本设

备通信的对端加密网关中。具体可以参考加密网关用户手册。 

 

 

 

 

 

 


